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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

证券代码：688626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翔宇医疗            编号：2022-001 

投资者关系

活动类别 

特定对象调研      分析师会议 

媒体采访          业绩说明会 

新闻发布会        路演活动 

 现场参观 

 其他 （券商策略会） 

参与单位 

名称 

上海汇利资产、易米基金、国联安基金、凯石基金、光大保德

信、金信基金、朱雀基金、睿郡资产、太平养老、富安达基

金、民生加银基金、域秀资本、国融基金、华富基金、龙航资

产、亘曦资产、国金证券自营、国金资管、嘉实基金、中钰智

臻资本、巨杉资产、华泰资产管理、六禾投资、翎展投资、中

科沃土、润达盛安投资、赢仕投资、南方基金、中信建投、兴

业证券、天风证券、国盛证券、开源证券、华安证券、首创证

券、方正证券、浙商证券、杉树资产、华西证券、慎知资产、

新华基金、臻远投资、杭州乐趣投资、杭州优益增、天合资

产、东吴证券、兴证资管、安联资本、国泰君安。 

时间 2022 年 2月 16日、2022年 2 月 18日、2022年 2月 24日。 

地点 
上海浦东金茂君悦大酒店 2楼宴宾厅-03、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

帝喾大道中段公司会议室、杭州城中香格里拉大酒店。 

上市公司接

待人员姓名 

董事长、总经理、技术总监：何永正 

董事、副总经理：郭军玲 

副总经理：魏作钦 

董秘兼投融资总监：刘菁 

财务总监：李瑾 

证券事务代表：吴利东 

投资者关系 1、2021 年度销售情况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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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主要内

容介绍 

 

回复：公司将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披露 2021 年年度报告，

目前处于定期报告编制期间，根据信息披露规则，敬请关注公司

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信息。 

2、全院临床康复一体化进展？  

回复：康复医疗发展到现在经历了：从零星康复医疗设备采

购开始，到康复治疗项目更多纳入医保，各个医院开始重视康复

学科的建设，有了专门的康复科室、康复学科建设的需求。公司

针对二、三级医院的康复学科建设提供了康复学科建设整体解决

方案。 

近两年来，越来越多的医院不再满足于单一康复学科的建

设，更加重视整个医院康复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，这是“临床康

复一体化解决方案”的发展背景。二、三级医院所需要的康复产

品，公司基本能够涵盖，所以目前公司是行业领先、具有竞争力

的提供临床康复一体化整体解决方案的制造商和综合服务提供

商。从 2018 年开始，公司就已经开拓临床康复一体化方案的项

目，目前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服务经验。公司已有疼痛康复解

决方案、神经康复解决方案、骨科康复解决方案、中医康复解决

方案等 30余个专科专病解决方案。国家卫健委等八部委于 2021

年 6 月联合印发《关于加快推进康复医疗工作发展的意见》：

“（十一）加强康复医疗能力建设。以提升康复医疗服务能力为

核心，重点加强三级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、三级中医医院康复科

和三级康复医院的康复早期介入、多学科合作、疑难危重症患者

康复医疗服务能力。根据不同人群的疾病特点和康复医疗服务迫

切需求，积极推动神经康复、骨科康复、心肺康复、肿瘤康复、

儿童康复、老年康复、疼痛康复、重症康复、中医康复、心理康

复等康复医学亚专科建设，开展亚专科细化的康复评定、康复治

疗、康复指导和康复随访等服务”。公司全院临床康复一体化方

案及 30 余个专科专病解决方案与上述政策相契合。公司将抓住

契机，扩大销售队伍，进一步加强销售网络渠道布局和推广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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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公司销售网络已触达 31 个省级行政区域，并已为国内上万

家终端机构提供服务，销售范围覆盖全国 300 余个地级行政区

（包括地级市、地区、自治州、盟），市场区域覆盖率较高。 

3、社区及下沉市场我们目前战略如何？ 

回复：随着我国三级康复医疗体系建设的逐步完善，康复医

疗资源向基层医疗机构乃至社区下沉，康复医疗器材逐步走入家

庭，向便利居家化方向发展。 

翔宇医疗产品规格多、单价层级多，能够满足医疗体系各专

业机构（包括三级、二级、一级医院、诊所、社区服务中心、养

老机构等）的多层次康复医疗器械需求。 

例如，在家庭及社区应用方面，公司对中频设备的外观和集

成度进行了提高、推出了灵巧轻便的穿戴式中频康复设备，公司

研发的体外冲击波治疗仪（XY-K-MEDICAL-A）更加适用于一级医

院（乡镇卫生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、民营医院、个人诊所等。 

公司推出的（市县乡）区域康养一体化整体解决方案，在

康复领域，打造多中心、多覆盖的康复医学协作模式，为基层

医疗机构提供技术指导和发展规划，为区域群众提供全周期康

复保障服务。 

4、公司未来怎样抓住康复行业的机遇？ 

回复：从 2014年至 2019 年，国家出台了中医诊疗设备振兴

工程等一系列相关政策，要求各级中医院必须使用中医诊疗设

备，并纳入二级甲等、三级甲等中医院评审条款里。2021年国家

卫健委等八部门发布的《关于印发加快推进康复医疗工作发展意

见的通知》（国卫医发〔2021〕19号）和《关于开展康复医疗服

务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办医函〔2021〕536号）等康复政策

利好的出台。公司全院临床康复一体化方案及 30 余个专科专病

解决方案与上述相关政策相契合。公司主营产品以各级医疗机构

需配置的康复医疗器械产品为主，主要产品可涵盖声疗、光疗、

电疗、磁疗、物理治疗（PT）、作业治疗（OT）及康复评定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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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，已覆盖康复评定、训练、理疗等康复医疗器械主要领域。近

两年来，越来越多的医院不再满足于单一康复学科的建设，更加

重视整个医院康复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，这是“临床康复一体化

解决方案”的发展背景。二、三级医院所需要的康复产品，公司

基本能够涵盖，所以目前公司是行业领先、具有竞争力的提供临

床康复一体化整体解决方案的制造商和综合服务提供商。2022年

是政策逐步落地的时间点，对行业的发展、市场容量的释放有一

定的积极意义。康复行业会因此迎来好的机遇，公司将抓住契机，

扩大销售队伍，进一步加强销售网络渠道布局和推广体系，更好

的迎合现有康复医疗事业格局。 

5、公司的行业技术壁垒有哪些优势？并怎样保持下去？ 

回复：公司深耕康复行业近 20 年，目前已形成自己的独特

优势：第一、公司一直非常重视知识产权研发和保护，公司专利

突破 1000项，参与起草或参与评定国家、行业标准 27 个，积累

了动态传感反馈信息驱动技术等 30 余项核心技术，获得相关科

技成果 43 项。新产品从研发到形成销售，至少需要 2-3 年的时

间，拥有行业领先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积累，形成了至少

3-5年的竞争优势，而公司目前形成的 20大系列 30余项核心技

术，这些成就的获得是短期内难以迅速实现的；第二、公司根据

临床专科治疗需求，进行了产品研发的布局。公司提供的这些产

品均是具有联合疗法能够进行协同治疗的产品，产品之间的协同

为医院管理整个康复科的设备提供了极大方便；第三、国内康复

医疗发展还在初级阶段，终端客户的需求不单单是产品需求，同

时需要康复技术指导和科室管理辅导，目前公司已成为国内康复

医疗器械行业中，少数能够提供康复医疗器械产品、一体化临床

康复解决方案及专业技术支持服务的企业。这些优势的取得奠定

了公司作为中国康复医疗器械行业研发引领型企业的实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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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重视研发和人才。随着公司研发人员队伍的不断壮大，

拥有专业领域技术不断完善，公司从产品研发转向核心技术研

发。现在，公司从技术研发转向基于临床治疗需求研发，这样公

司的研发领域会更加细化，公司从基于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的研

发，深入论证模块化方案，搭建康复技术的研发平台，使得研发

的康复装备可以独立上网并实现软件互联互通，与医院 HIS管理

系统和科室管理软件互联互通；为客户打造智慧的、生态的康复

医疗空间。在新产品研发方面，会在一定程度上缩短公司的研发

周期，提高了研发效率、降低了研发成本。另外公司利用前沿科

学技术，实现康复装备、硬件、产品颜色与医疗空间装饰装修的

协调统一，提升空间颜值。 

公司接下来会持续在成都、郑州、天津、南京等地，引进研

发人才。在这些城市我们会根据目前研发产品的需要来招聘相关

人才，从而成立或者扩充相关的研发中心。 

6、公司的生产增量排产是怎样的？ 

回复：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变化，结合公司销售目标、往年产

品销量情况、市场客户沟通情况，综合制定销售计划。生产部门

根据销售计划，再结合客户订单、库存数量情况、产品生产周期

等，制定生产计划。 

同时，公司为保障产品快速交付，降低缺货风险，提高对客

户的响应速度，公司会根据生产及销售经验，结合生产的经济批

量因素，对预期销售量相对较大的器械进行一定的预生产从而增

加存货储备。 

7、公司是怎样留住人才的？以及对人才方面的规划是怎样

的？ 

回复：人才是公司发展的核心竞争力，公司高度重视人才的

引进和培养，实施与业务发展相匹配的人才战略。公司人才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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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着规范、稳定、高效的目标迈进。健全和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

系，创建育人、用人、留人、优化人才的创新奖励机制，提升科

研创新人才吸引力，吸收行业内的前沿科技人才、高级管理人才，

尤其是研发和营销人才的引进。公司目前已陆续在部分一线城市

设立研发中心，并依托上市公司平台，进一步引进高层次技术人

才与公司共同成长。具体措施有：①公司制定了清晰的奖励机制，

对核心人员、技术大能等突出贡献人员，对项目研发及改进有贡

献的人员会匹配奖励措施；②公司制定明确的人才晋升通道和学

习培训等机制。 

公司重视内部人才的成长，通过新员工定向培养、在职员工

培训和轮岗培训等方式，结合有效的岗位实践管理和绩效考核体

系，打造与员工能力相符的职业发展上升通道，公司形成了良好

的创新激励氛围。公司不断深化专业技术职级体系，在研发、销

售、品管、生产、管理等诸多领域，培养并选拔了一批技术过硬、

能力突出、向心力强的专业人才队伍。通过强化培训、考核、竞

争机制，结合公司发展战略，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，助力公

司持续、稳步的发展。 

8、公司康复产品在康复领域的市占率数据？ 

回复：公司自有产品包括：康复评定设备、康复训练设备、

康复理疗设备、康复辅具、康复护理设备，已形成 20 大系列、

500多种自有产品的丰富产品结构，在康复医疗器械领域拥有相

对完整的产品体系。目前国内康复医疗器械行业内企业数量较

多，行业相对分散，康复评定设备、康复训练设备、康复理疗设

备所处细分行业暂无相关权威机构出具的市场规模统计数据。根

据中国康复医学会出具的《中国康复医学会关于对部分建立合作

关系康复医疗器械制造企业的调查报告》显示，公司在各项调研

中，综合排名靠前、在行业内占有一定领先地位，是目前国内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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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具有全系列康复医疗器械研发、生产能力的企业之一。 

9、售后是代理商在负责？还是公司出工程师在负责？ 

回复：公司负责，我们有完善的售后服务团队，在 31个省

级行政区域（包括新疆、西藏等偏远地区）均有常驻售后工程

师，除满足客户正常的产品故障报修外，公司会实施主动售后

服务。在设备尚未故障、客户尚未报修的情况下，翔宇医疗业

务经理和售后工程师将定期为客户提供主动上门售后服务，对

产品进行检修、维护和保养，排除设备潜在故障和陈旧设备的

安全隐患，并定期电话回访了解客户设备使用情况，针对性满

足客户使用需求，为终端客户、机构在产品使用中提供全方位

保障服务。 

10、研发人员工资显著低于同行的原因？这种情况下是如何

做到用人、留人的？ 

回复：公司的研发人员主要在郑州和安阳，目前公司平均年

薪酬高于当地平均薪酬。人才是公司发展的核心竞争力，公司高

度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，实施与业务发展相匹配的人才战略。

公司人才管理向着规范、稳定、高效的目标迈进。健全和完善人

力资源管理体系，创建育人、用人、留人、优化人才的创新奖励

机制，提升科研创新人才吸引力，吸收行业内的前沿科技人才、

高级管理人才，尤其是研发和营销人才的引进。公司目前已陆续

在安阳总部、郑州、天津、南京、成都等城市设立研发中心，并

依托上市公司平台，进一步引进高层次技术人才与公司共同成

长。具体措施有：①公司制定了清晰的奖励机制，对核心人员、

技术带头人、项目研发及改进有贡献的人员等会匹配奖励措施；

②公司制定明确的人才晋升通道和学习培训等机制。 

11、未来销售策略的方向？ 

回复：公司销售模式以间接销售为主、直接销售为辅，并开

拓电商销售模式。公司通过和间接客户合作，产品销售给间接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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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，由间接客户再销售给终端医疗机构，未来也仍然会以这种间

接销售为主。 

公司的间接销售包括代理和经销商两种。公司代理主要分为

区域代理、产品代理、项目代理、专科代理等形式，通过多层覆

盖，细分市场、精准招商，提升销量。 

12、预计什么时候业绩转好？ 

回复：公司立足长远，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研发综合实力，抓

住康复行业发展机遇，扩大公司市场份额，公司在上市后增加了

研发、销售方面的投入，从中长期来看，公司整体趋势向好，这

是公司发展的必经之路。从长远角度来看，公司所处赛道为蓝海

市场，随着行业增速的向好，公司业绩也会越来越好！ 

13、行业趋势如何？ 

回复：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起步相对较晚，但随着国家支

持力度不断加大、人口自然增长、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，中

国医疗器械行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。目前我国医疗器械行业

已初步建成了专业门类齐全、产业链条完善、产业基础雄厚的产

业体系，成为了一个创新能力不断增强、市场需求旺盛的朝阳产

业。 

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上升，国家开始重视与人民生活质

量息息相关的康复医疗行业水平，并且逐步出台各项利好政策助

力康复医疗领域发展。近年来，康复医疗器械行业已成为医疗器

械这个朝阳产业的重要部分，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，可谓是“朝

阳产业中的朝阳产业”。 

正因为现有康复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尚未满足迫切的市场需

求，因此康复医疗器械行业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。康复医疗行业

终端受益者主要涵盖了老年人、慢性疾病患者、残疾人、术后功

能障碍者、产后功能障碍者、重疾人群等群体，潜在康复需求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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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。 

目前，我国存在康复需求的人群数量巨大，但康复医疗供给

严重不足。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、医保政

策推进以及医疗技术提升，民众对康复保健的意识也在不断提

高，未来“预防、治疗、康复”相结合的理念将更深入人心。各

种功能性障碍群体对身体各项功能恢复的康复需求越来越强烈，

将有效提高康复医疗就诊率及覆盖率。 

随着各项政策密集出台，巨大的政策利好、良好的行业发展

环境，都将推动康复医疗器械市场的快速发展，行业的前景十分

广阔。 

在细分领域，康复大行业朝着临床专科转移，且越来越多

的病种会选择早介入、早治疗、早康复的理念。所以未来的大

趋势是越来越多的病种会选择在其他的治疗结束后进行康复治

疗,这个需求量是很大,康复行业是覆盖全领域、全人群、全病

种和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行业。 

附件清单

（如有） 
无 

 


